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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中搖曳的火苗
主前七世紀至六世紀之間，南國先知哈
巴谷看見自己國家朝綱不振、社會不公，便
登高遙望天際，滿腹委屈地向上帝發出不平
之鳴。上帝回答哈巴谷，祂將藉由新巴比倫
帝國作為刑罰的工具，懲治剛硬悖逆的南
國。
哈巴谷聽了彷彿被打了一記棒喝，馬上
對上帝的作法表達抗議。如果自己國家的行
徑在神眼中看來已如同流氓痞子，那麼何以
引來刑罰他們的不是秉公行義的判官，而是
邪惡暴力的黑道大哥？
然而，上帝告訴哈巴谷：「迦勒底人自
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
（哈二4）這段經文可直譯為：「看哪，那
高抬自己的人，心術不正。但義人必因忠信
而存活。」
上帝讓哈巴谷清楚地知道，該來的終必
要來。剛硬的人心拒絕以悔改來領受上帝的
恩慈，現在已是倒數計時的時刻，更大的審
判和刑罰即將隨之而來。上帝是歷史的主，
祂有祂的時程，雖然我們暫時看見自高自大
的惡人猖狂，但至終不滅的卻是忠誠信靠上
帝的人。
這段經文，在新約羅馬書一章17節、加
拉太書三章11節與希伯來書十章38節中相
繼被引用。直到十六世紀初葉，馬丁路德在
宗教改革前夕，仍被「義人因信得生」這句
話所觸動。雖然在新約當中，它被賦予福音
性的詮釋，在宗教改革之後也成為更正教的

院長的話

教義內涵，但是這句話本身就具有深邃的靈
性向度，它是暗夜中搖曳的火苗，在愈加深
沉的黑暗顯出光亮，使信徒在面對隨之而來
可能讓我們無法招架的情勢發展中，帶著不
滅的盼望和持續的信靠。
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1517年，一
位清癯孱弱的奧古斯丁修會修士，採當時高
等教育使用的論辯方法，在大學專用教堂的
門口釘上〈九十五條〉，邀請各方賢達針對
所列出的主張參與辯論。未料，此舉竟像天
雷勾動地火，遍燃歐洲各地，不僅震動當時
固若金湯的天主教堡壘，也在歷史上寫下精
采的一頁。馬丁路德的氣魄和勇氣來自於他
對真理的執著和對上帝的信靠。藉此，他緊
握著上帝的恩典，在無數次凶險的處境中經
歷了出死入生。
先知哈巴谷不正是因為領略了「義人因
信得生」而謳歌嗎？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
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
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
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
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
穩行在高處。」（哈三17-19）
2017年對許多人來說，是充滿考驗的
一年。深願先知哈巴谷在暗夜中看見的火
苗，能成為我們心中的亮光，使我們在不發
旺、不結果、不效力、不出糧的光景之下，仍
然有一首信心的凱歌從我們靈魂深處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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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徒參與反同志婚
的集會示威談起 張聖佳

老師
寫於2016年聖誕夜

過去數個月來，執政當局積極運作修
改民法，將同志婚入法當成施政的優先目
標。關心「婚姻」定義與傳統價值的社會
大眾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反對立場，在幾場
反同婚的示威集會，有來自各地的眾多基
督徒參與響應。合法的集會遊行乃是憲法
所保障的表達自由，但仍舊有不少人對基
督徒上街示威集會保持疑慮，有些甚至認
為，示威集會可能傷害教會的形象，對這
樣的行動口誅筆伐。以下試著從基督信仰
提出大角度的回應。

回顧同婚運動的破綻
想讓同婚入法的根本理由不外乎，這
麼做乃是呼應普世的人權價值。然而，連
不熱衷傳統倫理價值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與歐洲人權法院至今都拒絕將同婚視為基
本人權。隨意拿「平等」與「人權」做文
章，只是讓這兩個辭彙無限貶值。否定同
志婚不僅沒犯到人權與平等，還保障了自
然律這個倫理價值的基準。相反的，鼓吹
同志婚不僅撕裂自然律這個倫理價值的基
準，還激化了人民彼此與家庭親子間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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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對立，對促進社會與人倫的和諧一點幫
助也沒。
同志婚不只犧牲掉「異性結合」這個
關鍵的自然要素，也刻意忽略自然生養與
兩性雙親教育對人類生存與健康發展的根
本重要性。不幸的是，主流媒體對同婚運
動的訴求噤若寒蟬，甚至自甘拋棄專業良
知，對它大拋媚眼。原本強調平權的性平
教育法則宛如同婚運動的隨扈，藉由惡例
頻仍的執行政策與問題教材，助長同婚的
理念多年來在各級校園中坐大，彷彿成為
不可忤逆的正確思想，造成反向的傾軋與
打壓文化。

回應1：若有真理，就必然有真理
的行動
基督徒看重真理的聲音，不會讓它沉
默。真理像是流動的江海，會試著穿透一
切阻擋、翻越一切障蔽。如果有真理，就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拘禁和侷限它的自由與
行動。如果同婚運動不是出於真理，那麼
就算政商名流都為它來背書，就算媒體與
教育場所不開放給真理，真理依舊會突破

在2016.11立院公聽會上，有某位牧
者受邀為同婚公開做辯護，他私下曾明確
表示，兩性婚姻律乃是聖經的心意，到了
立院的台上卻表示，教會可以不接受同
婚，但在公共場合就不要反對同婚！如果
這番話不是出自基督徒，就不會有自相矛
盾的問題。按照常理，一個基督徒若在教
會反對同婚，到了公共場合，就不會改變
立場。反過來說，在公共場合贊成同婚，
回到教會焉有反對同婚的可能性！我們要
拿這位牧者的話來反問他：若同志要求他
以教會牧師的身分證婚，他願不願意像在
公開場合力挺同婚那樣地首肯？而假設他
居然真的為同志證婚，他在教會該不該按
照自己所承認的兩性婚姻律，公開譴責他
所主持過的同志婚姻？腦袋清楚的人得承
認，若一面想堅持聖經的教導，一面卻照
這位牧者的建議當兩面人，這等於是在逼
自己壓抑理性，活在自我分裂當中！
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基督徒的真理
判斷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聖經的教導，而
不是看場合，把真理搞成教會內和教會外
兩套標準。也因此，在質疑集會示威這類
揚聲行動的時候請記得：我們所相信的真
理只有一個，沒有分成公共場合與教會兩
套真理。基督徒沒有兩個真理、兩個耶
穌、兩個上帝或兩個聖靈。若同志婚不是
聖經的心意，這個真理就不應當只在教會
中聽到。只想讓真理侷限在教會中，表示
這個真理對世界不重要，有這種想法的人
顯然認為，自己比聖經還高！

回應3：真理有權利運用不同的行
動語言
有人會問：除了集會示威，沒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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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2：若有真理，就必然適用於
國家社會

的反對方式嗎？其實，不同的方式只要是
追求相同的目標就不互相砥觸，沒有孰優
孰劣之分。一個基於聖經立場而反同婚者
固然有其偏好的表達方式，他卻不會說，
反同婚集會示威的根本理念(亦即：「婚
姻」源自異性的結合)有違聖經教導。但
挺同婚者之所以反對基督徒集會示威，正
是因為他們執意曲解，或是壓根兒不在乎
聖經。因此，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採取哪一
種表達的方式，而在於所持的根本信仰立
場為何。反同婚者所信仰的乃是公共的真
理，並因著這個默契，接納彼此為著相同
目標所付出的不同行動語言。
方式的本身是中性的，每個方式都可
以是上帝用來向地上百姓說話的媒介。只
要不肢體暴力、不穢語謊言、傳遞真理的
價值，用集會示威的方式來凝聚反同婚者
的單一意志就沒有錯。沉默有時，書寫有
時，吶喊有時，但在關鍵的時刻若要求基
督徒從公共場合撤退，或者限制基督徒的
發聲方式，就等於無形中成為同婚運動的
同路人。基督徒這次是為反同婚而集會示
威，但這不會是他們選擇集會示威的最後
一個倫理議題。只要是違反聖經教導、攸
關社會未來的倫理爭議，基督徒都有以個
體或群體身份來表達立場的權利，而且這
也是基督徒不可抗拒的義務。
照理講，每個人都應當同時精通各樣
為真理發聲的技能，舉凡教會講道、上網
貼文、製作宣導理念短片、投稿闡述立
場、參加公開辯論、迫切代禱，上街集會
遊行等等，但就著每個人的能力、機會與
時間而言，沒有任何人可以樣樣都做得
來。也因此，分享共同理念的人，沒有必
要、也沒資格輕看或貶抑任何本身不擅
長，或是不習慣的表達方式，除非想這麼
做的人已經先實踐過所有的行動方式。但
正因一個人沒辦法做到所有的表達技能，
所以他更理當懷持正面肯定之心，相信上
述的所有表達管道在理念相同之人的齊心
努力與善意砥礪下，都將適得其所，帶出
成熟的果效。

老師專文

人為的謊言之幕。真理既有這活潑不死的
動力，屬真理的百姓就不可能選擇坐以待
斃，而是會用筆寫出來，用口說出來，用
身子站出來，用任何傳達真理的行動言語
來抵擋惡勢力。

老師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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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1：如果船到橋頭自然直，有
必要站出來反對嗎？
亂用「船到橋頭自然直」，只會助長
屬靈的高調和表面的信仰。真實的豁達乃
是，從回應真理的行動中領略與經歷真實
的信心。一個行動者的信仰被擴張提升至
一個更堅定的境界，以致於在未知當頭仍
能說出「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是與真理
經歷會遇之後所淬煉出來的信心。但若沒
有行動言語的相伴，又如何能察驗真理的
旨意，以及見證交託的信心？
在同婚爭議上，與其說風涼話，還寧
願至少認真地投入有焦點的禱告，求主來
阻擋惡法的通過。若看不慣反同婚的訴
求，那麼最起碼也藉由安靜投入禱告的行
動，求主顯明祂的作為。若禱告者在其中
被主的旨意來引導，那麼安靜的禱告也能
成為活的行動語言，並且能讓投入禱告者
的信仰眼光被改變。重點是要有行動語
言，藉此活出所信，讓所信可以得著調整
與指引，這樣的信心不再只是冷眼中立或
場邊品頭論足。若高喊真理永遠掌權，實
則對真理冷漠或不置可否，這樣的態度其
實是隱藏的不信。那等於在默認，這個世
界沒有基督徒的介入也沒差，而這也等於
是說，世界有沒有上帝或永恆的真理都無
所謂。同理，只在乎靈魂得救、等著上天
堂，這樣的信仰相當不健康。因著避世而
任憑社會的惡化，這樣的態度並非真的相
信上帝會掌權到底，因為，除非我們對真
理的冷漠被對付翻動過，人常常是躲藏在
自己那不痛不癢的宿命論中。

提問2：反同婚的訴求是以宗教在
干預法律和政治？
有個常見的謊言，認為同婚屬於法律
領域，反對同婚或堅持兩性婚姻律則屬於
宗教領域，藉此將反同婚的訴求汙衊為是
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在凌駕政治和法律。
然而，「異性結合」的婚姻律不僅超越宗
教與政治，也遠早於人間的法律。反同志
婚的基督徒佔台灣人口了不起五個百分
4

比，只佔廣大反同婚群眾的微小部分。由
此可知，男女兩性婚姻律這個原則乃是一
個超越宗教、政治與法律的公共真理。反
觀，所謂普世人權價值這個詞彙被同婚運
動隨意濫用，或者說被高抬到一個宗教性
的位階，猶如被當成泛神論在膜拜信奉。
比較起來，在公共領域，身為社會基石的
男女兩性婚姻律更有資格被稱為人類的真
理。比起同婚運動對普世人權價值一辭的
態度，用男女兩性婚姻律來定義何謂人類
的真理反而更謙卑，更謹守天地人倫之
道。簡言之，不是支持兩性婚姻律者在搞
政教合一，因為這個婚姻律本來就發自人
類社會存續的天然狀態，超越了政治、宗
教與法律；反倒是支持同婚的做法是以偽
婚姻的定義在搞宗教造神，擺出人權救世
主的姿態在挾持與侵犯公眾的生活。

提問3：
「上帝不需要我們為祂說
話」，因此何需行動言語？
這個說法完全沒意義，因為它讓人摸
不透背後要傳遞的信念是甚麼，聽起來像
個膚淺又不負責任的託辭。教會自古至今
的正統教導是，上帝意志的彰顯是不可能
不透過人的意志來印證的。套用奧古斯丁
的名言：「那位沒有你而創造你的主，不
能夠沒有你而稱你為義。」上帝從開天闢
地以來透過天地、祂所創造的人，以及祂
所救贖的教會在說話，基督信仰從古至今
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從來都不是靜態無言
的。上帝的救贖心意必須從人的意志，乃
至教會群體的意志來得到印證，這個基本
信念乃是含括天主、東正與更正教會各宗
派在內的共同教導。一個宗派不管是講預
定論或是不喜歡預定論，沒人敢反對意志
回應的功用與必要。上帝是全知的，理應
不需要我們向祂禱告，但祂確實已吩咐我
們要開口向祂求，以及開口向人傳講。如
果上帝真的不需要我們為祂說話，難道要
叫祂自己來講道、禱告、傳福音，以及做
鹽做光？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看得出，
「上帝不需要我們為祂說話」這個命題是

從信仰及人類的良性文化來看，反對
同婚不僅是聖經真理，也是公共的真理。
在拒絕同婚的共同前提下，基督徒接納任
何傳遞這個信息的行動語言，包括集會遊
行在內。信徒是以「行動派的等待」來迎
見天國，並且肯定不同的行動語言具有合
一性。該被批判的不是行動，而是該行動
的前提。一個人要不贊同，兩性婚姻律是
超越法律與宗教的公共真理，要不就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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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為真理來勇敢行動

否認。真實信徒所等待的天國絕不會承認
同婚是真理(即便立法者硬著來將同婚入
法)。但一個人若是對真理虛與委蛇，得過
且過，一廂情願地以為，上帝至終會祝福
所有的倫理觀，那麼他對反同婚的行動語
言自然就會反感。
至於心裡反同婚，但只因不滿現狀而
責罵反同婚示威集會的信徒，與其這麼
做，倒不如趁著同婚法案還未邁入三讀，
多多發言寫文章，多多踏出來表達你的反
對，而不是朝著為真理發聲的人潑糞。展
現群體意志的方法很多，集會示威當然是
合理選項。凡事不都是美，凡事不都是有
益處，然而同心展現公共真理，讓政府、
立法者以及整個社會聽見看見，這就是
美，這就是益處，這就是良善的教育。
基督徒為反同婚而集會示威是一個出
於信的行動，是在對抗不公不義的正義之
舉。反真理的文化千方百計為自己挺身而
出，開著假平權這部文化殖民的大卡車，
在人類社會的軌道中橫衝直撞。有許多無
名的基督徒群眾則基於良知，不看自己的
微薄，挺身出來要攔阻惡者的作為。這樣
的行動表明捍衛真理的勇氣與決心，象徵
黑暗中復甦的力量，也見證基督徒不向罪
惡妥協的社會聖潔觀(social holiness)，我
們理當為這些基督徒向上帝來獻上感恩。

老師專文

徹底的反基督信仰，因為它已經掉入極端
宿命論的陷阱。
他山之石可攻錯，羅馬天主教的教宗
方濟因著對同志族群發言友善而備受好
評，但他也不會拿「上帝」或是「愛」當理由，
讓真理一味被抹煞。最起碼，從過去擔任
總主教一直到今天的高位，教宗方濟已分
別針對幾個國家意圖通過同婚法案的舉動
發表過措辭批判、立場不含糊的聲明。可
以想像，在同婚議題上拿上帝不需要人為
祂說話這個謬論來做搪塞，那麼將來凡是
攸關生命與倫理的議題，也都可以用同樣
的藉口保持沉默，繼續把基督徒的話語權
和嘴巴交給媒體、同運學者、滿口慾愛的
演藝人士，以及曲解聖經真理的假教師。
我們要說，上帝不允許我們在祂的旨意上
做添加，但祂可沒有說我們要在祂的旨意
上悶吭不響，除非我們根本不存在！

學院、校友消息

衛神院訊

師生團契

／

學院、校友 消息
1. 劉院長於寒假期間術後靜養，感謝弟兄姐妹的關心。
2. 4/10~5/29連續八週之週一晚間（18:30~21:20）將於仙岩路校本部開設「中國教會史略」
信徒教育課程，即日起歡迎弟兄姐妹報名上課。
3. 劉院長於3/11（五）在浸神擔任教師教學研習會講員，示範分享教學方法與教學經驗，並於
4/18~20（二－四）擔任第廿七屆「師母關懷講座」講員。
4. 學生會長徐必揚（道碩）於2016/7/23假台北基督教會公理堂與陳倩蘭誓約結婚。
5. 溫鴻基（2006，道碩）癌症經六次化療腫瘤有縮小，請繼續代禱。
6. 陳國書（2011，道碩）與宋宛盈於1/21假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舉行結婚禮拜。
7. 楊世昌（2013，道碩）於2016/5/28台灣衛理公會年議會按立為副牧。
8. 蔡思欣（2015，道碩）服事於新加坡長老會恩澤堂，6/4將為其舉行授職禮。
9. 陳利根（2016，道碩）服事於衛理公會雅各堂。

下學期週三晚師生團契
外請講員聚會預告
2/22
3/15
4/12
5/3
5/17

輔導者的牧養工作
彩虹媽媽的使命與挑戰
宗教改革藝術
工福的國度異象與事工
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

周玖玫 傳道
陳進隆 執行長
羅頌恩 老師
蔡國山 牧師
邱顯正 老師

q 美國浸信會國際事工部來訪

t 道學碩士生畢業講道
q 2016.11.4 於新竹信神的七校聯誼大合照

p 小組分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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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小組時間：感恩回顧

財務報告
項目

全年預計總支出

金額

13,059,726

奉獻徵信
宋O仁
蔡黃O賢
林O瑩
葉O珍
劉O芬
曾O粵
侯O君
程O慧
葉O瑋
劉O枝
郭O娜
張O佳
邱O芸
黃O英
李O華
周O乾
陳O
林O娟
李O琦

2016/1~11
1~11月總會補助

4,020,000

1~11月收入

1~11月支出

離預算總支出尚缺

5,633,861

10,105,461

2,954,265

2016/10/1～12/31 合計 1,056,581元

2,600
20,000
30,000
3,000
12,000
5,000
10,000
1,500
1,500
20,000
2,000
18,000
9,000
3,000
1,500
12,000
1,000
1,545
1,000

林O俐
李O義
郭O萍
黃O然
張O田
莊O德
劉O欣
林O慧
唐O新
張O玲
徐O文
蘇O河
張O弘
陳O星
莫O明
李O怡
洪O晶
樊O珠
周O菡

5,000
1,000
20,000
2,000
1,000
4,000
1,000
5,000
1,000
500
2,000
500
5,000
1,500
2,000
1,000
2,000
4,000
10,000

吳O婷
2,100
林O柔
20,000
台北衛理堂 560,000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亞斯理堂 3,000
宗教改革神學課程
700
永和天恩堂
15,000
雅各堂
35,000
城中教會
49,300
安素堂
20,000
恩友堂
15,537
台中衛理堂
15,000
高雄衛理堂
31,900
鳳山佈道所
6,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課間崇拜
50,899
主知名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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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神院訊

財務報告、奉獻徵信

p 老師與學生們跳天國八福舞

課程推廣

衛神院訊

強棒課程，不可錯過！
中國教會史略

葉先秦 老師 (政大宗研所博士，專長五旬節運動研究、中國基督教)

一個人不能沒有歷史感，很多發生在我們身旁的現象並非憑空出
現，而是其來有自。要認識眼前的台灣教會，不能忽略對中國教會歷
史的認識，因為1949年以前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歷史軌跡一直延續到
台灣。另一方面，1949以後，中國大陸的教會走向一條不同的路徑，
因此若要瞭解今日的中國教會實況，也必須認識1949年以後的中國教
會發展史。本信徒教育課程將對中國基督教歷史的長河做提綱挈領的介
紹。
時間：4/10~5/29 每週一 18:30~21:20 (每次三小時)
地點：衛理神學院 (台北市文山區仙岩路22巷31號)

使徒行傳

邱昭文 老師 (康乃爾大學博士，美國戈登康維爾神學院聖經碩士)

使徒行傳是新約最難的書卷之一。今日教會中許多爭議與使徒行傳的應用
有關，諸如回歸使徒時代、說方言、追求靈洗、聖靈充滿、設使徒、說預言、
權能醫治、凡物公用、一地方一教會，以及聚會擘餅的次數等議題。本信徒教
育課程盼帶領學員以嚴謹讀經與互動討論的方式，來認識並思考神的國如何藉
由教會不斷地擴展，而今日的我們又當如何傳承。
時間： 3/7~6/6 每週二 19:00~21:00 (每次兩小時)
地點：台北衛理堂 (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合唱與視譜

郭安娜 老師 (東吳大學音樂碩士，德國佛萊堡音樂院進修)

時間：下學期每週一 13:30~16:20
地點：衛理公會平安堂 (台北市文山區仙岩路16巷37號，衛理神學院正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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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合唱與視譜課程

